
      單位：新臺幣元

是/否 補助機關 補助金額

1
口腔衛生與健康照護專業

教室教學設備

診療椅、吸唾機、空壓機、殺菌消

毒箱、超音波清洗機、檢測儀、口

內攝影機、櫃、殺菌機等。

公開招標 群鈺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     2,290,000 是 教育部       2,290,000

2
電腦智慧排程多媒體等相

關設備

控制平台、控制子控機、軟體程

式、音量控制供應器、VGA訊號處

理器等。

公開招標 栢研科技有限公司      2,050,000 是 教育部       2,050,000

3 投影機及布幕等設備 投影機、布幕等。 公開招標 栢研科技有限公司      1,650,000 是 教育部       1,650,000

4
護理科與幼保科專業教室

用教學用模型設備
模型、外皮、注射墊等。 公開招標 永達儀器有限公司      1,500,000 是 教育部       1,500,000

5 熱泵系統 熱泵系統 公開招標
承隆能源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
     1,400,000 是 教育部       1,400,000

1
電腦、網路、廣播等相關

設備

筆電、電腦螢幕、電腦主機、廣播

設備
公開招標 仕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    5,970,000 是  教育部       5,970,000

2 口照科專業教室相關設備

綜合型牙科電動診療椅、牙科器械

收納櫃、雙缸式空壓機含乾燥過濾

系統、高流量乾濕吸唾機、牙科器

械移動處理台、牙科器械保養機、

牙科模型收納櫃組、全口腔無線攝

影機

公開招標 群鈺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     4,825,000 是  教育部       4,825,000

3
溫泉水系統改善節能績效

案與溫泉水供水監控等相

關設備

溫泉供水系統監控設備、溫泉供水

系統主機、溫泉供水熱水儲槽、溫

泉供水超音波流量計、溫泉供水電

子式水量、溫泉加壓泵、電控盤

體、熱水管材、閥件、保溫、電力

線、電動閥、能源管理平台圖控介

面顯示

公開招標
承隆能源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
     3,965,000 是  教育部       3,965,000

4 21人座中型巴士 中型巴士 公開評選 長源汽車股份有限公司      3,450,000 否

5 智慧型電力監控電表

智慧型電力監控電表、控制器、智

慧閘道器、網路多功能三相電子總

表

公開招標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     2,800,000 是  教育部       2,800,000

6
宜蘭校區消防緊急安全

系統等相關設備

緊急安全系統主機、緊急系統分配

盤、總電源控制器、緊急電源供應

器、系統控制主機(符合CNS)、8音
頻輸出擴充模組、多工控制輸入/輸
出介面、播音雙輸入模組、高功率

推動放大器(符合CNS)、總電源順

序控制器、多頻道音源處理器、語

音定時自動播放器、數位式操作

台、系統分配控制盤、光電轉換器

、揚聲器系統、教室擴音主機、現

場擴音拾音器、雙頻無線麥克風

組、無線傳送接收系統、設備機櫃

公開招標 栢研科技有限公司      2,700,000 是  教育部       2,700,000

7
專業教室用教學模型

等相關設備

嬰兒安妮、新生兒沐浴娃娃模型、

QCPR半身心肺復甦術安妮、心音

呼吸音聽診練習模型、穿戴式多功

能注射訓練組

公開招標 群鈺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     2,409,000 是  教育部       2,409,000

8
耕莘樓C棟4F教室

裝修工程

1.裝修工程(含假設工程)
2.水電設備工程(含衛浴、燈具,未
含空調)
3.消防設備(依消防法規設置)

公開招標 原想國際有限公司      1,850,000 否

9 投影機、布幕等相關設備 投影機、布幕 公開招標 栢研科技有限公司      1,830,000 是  教育部       1,830,000

10
口腔衛生與健康照護專業

教室教學模型設備

牙科病理研究模型、透明口腔病徵

解剖模型、獨立式全口腔訓練模

型、恆齒發育模型

公開招標 群鈺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     1,408,000 是  教育部       1,408,000

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106學年度辦理100萬元以上採購案件一覽表
中華民國106年8月1日至107年7月3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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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宜蘭校區無線網路更新案

1.Cisco 3504 Wireless Controller 無
線網路控制器。

2. Cisco AIR-AP1832I-T-K9 無線網

路基地台。

3.Cisco AIR-AP1562I-T-K9 室外型

無線網路基地台。
4.:HP JL385A (1920S-24G-
PoE+(370W) Switch)八 網路交換

器。

5.網路佈線。

公開招標 菁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    1,350,000 否

12
E化護理工作車及

護理資訊系統

車體、AIO平板電腦、手持條碼掃

閱讀機、條碼標籤印製機、護理資

訊系統、護理資訊系統主機

公開招標 德星有限公司      1,300,000 是  教育部       1,300,000

13 校務研究數位平台

 系統平台

(一) 使用者操作介面平台

(二) 使用者操作介面平台-管理者介

面

(三) 視覺化處理與製作

(四) 視覺化資料分析軟體規格-
Tableau desktop 版本10 專業教育版

永久授權(含以上)

公開招標
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

科技大學
     1,295,000 是  教育部       1,295,000

14
電腦排程控制設備、麥克

風、喇叭等相關設備

控制平台、網路排程教學控制子控

機、網路排程教學子控機軟體程

式、音量控制及供應器、八吋箱體

喇叭、肩掛式無線麥克風、教學無

線麥克風、音量控制及供應器、教

學講桌、微電腦矩陣選擇切換器-
VGA型、微電腦矩陣選擇切換器-
AV型、彩色有線雙向觸控面板、

語音系統控制主機、數位式語音排

程自動控制器、四路多功能前置混

音器、高功率推動放大器、總電源

順序控制器、機架式機櫃、觸控型

環控面板

公開招標 栢研科技有限公司      1,070,000 是  教育部       1,070,000

註：

2.採購品項：依各採購內容摘述，惟如同一採購案件有不同得標廠商時，請分別列示各得標廠商之採購 品項及採購金額。

6.每學年第1學期（8月1日至次年1月31日）之資料應於2月底前完成公告，全學年（8月1日至次年7月31日）

3.辦理方式：依政府採購法辦理者請敘明招標方式，其餘依各校規定敘明辦理方式。

5.是否接受政府補助：如有接受政府補助，請敘明補助機關及金額。

1.同一採購案件採購金額達100萬元以上，應於本表揭露採購情形。

4.採購金額：依政府採購法辦理者填決標金額，其餘依契約價金(未明訂契約則按議定金額)填列。


